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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成立及在臺灣制度供給中的角色定位 
 
臺灣作為南島語族原住民家鄉的社會，在 162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入據後產

生本質上的急遽改變，其中當時期之土地拓墾，尤其是米、糖農作，是臺灣由原

住民社會演化為以閩南移民為主的漢番雜處社會之主要轉質基礎。值得探究的

是，在荷據之前，已有部分漢人在臺灣從事番產交易等活動，而上述的轉變何以

在荷蘭人入據之後才開始？農業發展環境的建立以及米、糖農作的生產並非一蹴

可及，須有相關之制度與措施相配合，荷蘭東印度公司顯然是居於關鍵的角色。

本章將經由對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過程的瞭解，探討該公司所具有之權能以及十

七世紀初期對殖民地經營之體制與方針，以瞭解該公司在臺灣之分支機構─大員

商館在公司體制中的位置以及對臺治理之原則，並進一步釐清荷據時期臺灣社會

轉質的過程中，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制度供給中的角色定位。 
 

第一節  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成立及其權能 
 
自十五世紀起，西方各國即因經濟上的動機開始向外尋求擴張之機會，當時

歐洲地區所欠缺並珍視之絲織品、陶瓷、胡椒、肉桂、丁香、薑、荳蔻等日常生

活必需品，大多仰賴東方供應，而從印度到地中海所有的水、陸交通大都掌握在

回教商人（如阿拉伯人）或義大利商人的手中，他們將中國、印度、南洋一帶的

物產以陸運（駱駝商隊）或海運（經紅海、波斯灣）等方式運至東地中海的市場，

歐洲各國尚未能直接參與這之間的貿易往來，在運費高昂且中間經過多次轉手與

層層剝削的情形下，使得上述物資在歐洲市場的價格過於昂貴，且亦有供應中斷

之虞。1資本主義於十六世紀逐漸興起於西歐，而海外殖民貿易正是資本主義發

展之主要手段，於是，西班牙、葡萄牙、英國、荷蘭等西歐諸國，便興起和亞洲

地區直接貿易的念頭，盛產香料的東印度群島，包括被稱為香料群島之印尼東部

的摩鹿加（Maluku）群島（古稱Moluccas），自然成為其東進之首要目標。2 
在 1572 年左右發動獨立、反抗宗主國西班牙的尼德蘭聯合省共和國（以下

本文簡稱為荷蘭），3於十六世紀末期正處於被宗祖國軍隊陸地包圍與海上經濟封

鎖的艱困處境，4於是掌握實權的各市鎮攝政階級（regents），一方面由於領軍參

                                                 
1 在 18 世紀之前，冬季飼料尚未普及，歐洲人必須在秋季屠宰獸畜，獸畜肉在翌年春以前便可
能腐敗不堪，因而亟需醃製肉品所需之香料，尤其是胡椒、豆蔻和丁香，關於香料的貿易，葡萄

牙人、英國人與荷蘭人之間因貿易競爭而仇視甚厲；參閱郭湘章譯（1966），Purcell 著，《東南
亞之華僑》（下冊），臺北：國立編譯館，頁 677。 
2 參閱李學民、黃坤章（1987），《印尼華僑史》，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頁 99。 
3 「尼德蘭聯合省共和國」由七個省份構成，包括荷蘭（Holland）、熱蘭（Zeeland）、赫爾德蘭
（Gelderland）、烏特勒支（Utrecht）、赫羅寧恩（Groningen）、歐佛艾索（Overijssel）與菲仕蘭
（Friesland），其中最大的省份是荷蘭，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荷恩（Hoorn）、恩克豪森
（Enkhuizen）、德爾夫特（Delft）、與鹿特丹（Rotterdam）等重要城市也都在荷蘭省，因此「荷
蘭」就經常被用來代表「尼德蘭聯合省共和國」；參閱陳國棟（2003），＜十七世紀的荷蘭史地與
荷據時期的臺灣＞，《臺灣文獻》，第 54卷 3期，頁 111。 
4 荷蘭原本與比利時合稱為尼德蘭，為西班牙之領土，1581 年尼德蘭北部七省組織同盟宣告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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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無法參與殖民地的貿易經營，另一方面又需要經濟資源的支持，故將海外區

域的準主權交付給商人以換取其支持獨立戰爭，經由頒授「特許狀」（中世紀君

主將所屬主權的一部分授與出去的證明書）的方式授權，以提高海外貿易之獲

利。荷蘭東印度公司（荷文為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 VOC）
的成立，5其基礎即是建立在 1602 年 3 月 20 日荷蘭聯邦議會批准之特許狀所賦
予的法律地位上，荷蘭聯邦議會將其執掌包括貿易壟斷權在內的國家主權，授予

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立，是商業資產階級為消除從十六世紀末

葉開始，在荷蘭國內靠海的各港市紛紛成立航行於東方的貿易公司，各自派船到

東方從事貿易，彼此在海外相互競爭以至於造成削減獲利的情形，經過政治斡旋

後，將國內各港市的東方貿易公司聯合起來，再加上荷蘭聯邦議會共同出資所組

成，其目的在於整合國內的力量來與當時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國、以及英國等

海外殖民競爭者對抗。6 
荷蘭東印度公司由各原組成之公司依其出資的比例派出代表，組成十七人董

事會作為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負責決議公司每年度發船總數目、貿易路線、以

及其他涉及貿易之相關事務，原則上各分公司的進貨與發貨都獨立運作，但彼此

間負有相互周轉回港貨物的義務，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之資本額組成結構如表

3-1-1 所示。各分公司得以荷蘭東印度公司之名義公告發售股權，凡屬荷蘭國家
之公民皆可購買，並得自由轉手，至 1606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之經營已日漸隆
盛，股票價格飛漲至發行之初的二、三倍，當時期公司擁有從事商業貿易的商船

約三千艘、保護商業貿易安全之軍艦四十一艘，另僱用船員約達十萬人，7直到

1799年公司解散為止，荷蘭東印度公司存在約近二百年的時間。 
關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外所具有之權能，Paul Arthur Van Dyke（1997）指出，

荷蘭東印度公司是結合公司與國家經濟共同利益之組織，公司的原始股東與政府

官員通常是屬同一集團，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使公司的決策能集中心力增進國家

在國際間的經濟地位。另一方面，亦由於國家與公司二者間獨特的結合，荷蘭東

印度公司對外只要以荷蘭聯邦共和國攝政總督的旗幟代替公司的旗幟，荷蘭東印

度公司的商船即可成為代表國家的戰船；而外國商業競爭對手若有激怒荷蘭東印

                                                                                                                                            
立，稱為「尼德蘭聯合省共和國」，荷蘭人宣告獨立後，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即聯合葡萄牙欲

封鎖荷蘭對外之港口貿易，以斷絕其財源，直到 1609年荷蘭與西班牙簽訂 12年之停戰協定，達
到事實上獨立之目的；參閱山崎繁樹等著（1998），《1600-1930臺灣史》，臺北：武陵，頁 28-29。 
5  造成歐洲地理大發現的動機，原來是要找尋到達印度與中國的海道，1492 年時哥倫布
（Columbus）到達加勒比海，誤以為到了印度，就把那個地區稱為「印度」，後來達伽馬（Vasco 
da Gama）到了真正的印度，發現錯誤，歐洲人於是把加勒比海地區稱為「西印度」，把真正的
印度以及聯繫印度的亞洲海域稱為「東印度」。當時歐洲所稱之東印度（Oostindie），指涉的範圍
包括南非好望角以東、經過印度洋、南中國海以及上達日本海的廣大亞洲海域和濱臨這塊海域的

國家；參閱陳國棟（2003），前引文（同註 3），頁 119。 
6 參閱楊建成主編（1983），沈鐵崖著（1924），《蘭領東印度史》，臺北：文史哲，頁 25-26；鄭
維中（2001），《荷蘭時代臺灣的社會秩序：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
學系碩士論文，頁 3-4。 
7 參閱林英強（1948），＜東印度公司的擴展與沒落＞，《南洋學報》，第 5卷第 2輯，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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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司的行為，亦可輕易的被該公司解釋成對荷蘭本國的冒犯。8另外，依據 1602
年荷蘭聯邦議會所通過特許狀之授權，荷蘭東印度公司得在好望角以東至麥哲倫

海峽內之間，以荷蘭聯邦共和國或其主權的名義和當地之君主及有實力者結盟或

訂立契約，以建立堡壘及貿易據點，並且得因地制宜的設置貿易、軍事、司法等

人員及其他必要的職位，以利公司之經營及海外貿易業務的推展。換言之，荷蘭

東印度公司獲得荷蘭當局在外交上的締約權與內政、司法上的授權，公司所屬之

職員（包括貿易、軍事、司法等人員）在就任之前，須對荷蘭聯邦議會與公司宣

誓效忠，9荷蘭聯邦議會並得聽取公司報告經營狀況，以及干預公司高級職員的

任免。10 
表 3-1-1：荷蘭東印度公司組成之資本結構 

單位：guilders11 
各原組成之公司名稱 出資額 

Amsterdam 3,674,915.0 
Zeeland 1,300,405.4 
Delft 469,400.0 
Rotterdam 173,000.0 
Hoorn 266,868.0 
Enkhuyzen 540,000.0 
Staten-Generaal 
（尼德蘭聯邦議會） 

25,000.0 

合計 6,449,588.4 
資料來源：周憲文譯，J.S.Furnivall著（1979），《印尼經濟史》，臺北：臺灣
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25。 
 
1609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會任命 Pieter Both 為第一任東印度總

督，並由包括總督在內的五人（後來增為九人）組成東印度議會，總督和東印度

議會具有調度公司位於海外各貿易據點人員之權力，1617 年公司十七人董事會
再賦予總督和東印度議會立法之權力，包括後來於 1624 年設立之臺灣大員商館
在內的各貿易據點之組織、政令之發布均由其規範。1626 年東印度議會決議將
                                                 
8 參閱 Paul Art Dyke譯（2000），Paul Arthur Van Dyke著（1997），＜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1630年
代東亞的亞洲區間貿易中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原因與經過＞，《暨南史學》，第 3號，頁 125-126。 
9 參閱鄭維中（2001），前引論文（同註 6），頁 5-6。 
10 參閱楊建成編（1983），沈鐵崖著（1924），《蘭領東印度史》，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
頁 26-27。 
11 1 guilder（基爾德）約等於 0.3846real（里爾），依據 1630年代臺灣部分日用品之價格，可推
想里爾幣值之高低，如一件櫬衫合 0.62里爾、一雙鞋子合 0.82里爾、一頭豬合 1-2里爾、一名
奴隸合 24.38里爾、一匹馬合 49.42里爾；參閱 Pol Heyns（2000），＜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人
在大員一帶的經濟關係（1625-1640）＞，《漢學研究》，第 18卷第 1期，頁 146；鄭維中譯（2002），
Pol Henys著（2001），《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Economy，Land Rights and Taxation 
in Dutch Formosa），臺北：播種者，頁 69-70。另依據楊彥杰之推算，一里爾合中國之幣值單位
約為 0.73兩；參閱楊彥杰（2000），《荷據時代臺灣史》，臺北：聯經，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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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駐在臺灣大員、摩鹿加群島、安汶島、班達島等地商館的長官視為當然之議員，

使東印度議會得與各商館間構成連結的網絡，以利公司政令之推行。事實上，荷

蘭聯邦議會後來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各殖民商館之運作，並未直接行使監督

權，而只是形式上的處理特許狀期限的更新。12除此之外，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

公司在亞洲殖民地區的治理型態，在以獲取貿易之最大利益為主要目標的前提

下，對於各駐地商館本身的決策有較高的尊重，而非事事均由位於荷蘭的公司本

部所掌控，13在此情況下，公司十七人董事會為有效的瞭解公司在亞洲的貿易活

動，便要求東印度總督與東印度議會，必須定期就其在亞洲的貿易活動提交報

告，作為董事會指導巴達維亞總部及其轄下各商埠在亞洲事務之依據。14 
J.S.Furnivall（1979）形容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之初，即形同是國家內的一

個國家，有如是脫離聯邦議會而獨立；15Andre Corvisier（1979）則將東印度公
司視為荷蘭之國有公司，其向聯邦議會繳納特許權費用，享有很大的行動自由，

並直接或間接的向國家提供鉅額的收入；16鄭維中（2001）認為荷蘭聯邦議會通
過之特許狀是公司在東印度地區建立殖民政府的法源；17陳國棟（2003）指出，
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後，一方面因為事業範圍離開荷蘭本國太遠，直接指揮不

便，另一方面同時面對與歐洲其他國家在亞洲地區之貿易競爭，並可能隨時訴諸

武力，因此，荷蘭聯邦議會經由特許狀授予該公司在東印度地區一切的締約、宣

戰、媾和、統治及徵稅的權力，這些權力為主權國家的特權，荷蘭東印度公司不

僅單純的為一家商業貿易公司，亦可行使國家統治高權。18綜合本節之相關論

述，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之背景及所具有之權能，該公司同時兼具商業貿易與

行使國家統治高權之特性，可視為一準政府組織。在後續章節中，本研究將進一

步探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赤崁一帶所實施有關地權及農業發展之措施，以釐

清其在臺灣制度供給中的角色定位。 
 

                                                 
12 1602年尼德蘭聯邦議會通過之特許狀期限為 21年，期滿經議會同意得延長之。 
13 參閱鄭維中（2001），前引論文（同註 6），頁 6-10,22-23。另外，由於海外殖民地距離荷蘭本
國太遠，在當時通訊及航海技術下，公司本部 17人董事會之指令傳送到殖民地時，往往時效性
已經過，同時海外殖民地如有緊急事件亦無法及時傳回母公司請示，因此，17 人董事會對公司
海外殖民地總督之充分授權顯然是必要的，在某種情形下東印度總督的權力並不小於董事會；參

閱李學民等著（1987），前引書（同註 2），頁 100。 
14 此報告即為《東印度事務報告》，報告的內容以記述政治和經濟發展為主，包括東印度公司在
亞洲地區活動的情況、以及商務、財務和政治等方面的內容；參閱程紹剛譯著（2000），《荷蘭人
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導論）頁 xii-xiv。 
15 參閱周憲文譯，J.S.Furnivall著（1979），《印尼經濟史》，臺北：臺灣銀行，頁 26。 
16 參閱劉增泉譯，Andre Corvisier著（1979），《簡明西洋近代史》，臺北：國立編譯館，頁 172。 
17 參閱鄭維中（2001），前引論文（同註 6），頁 6。 
18 參閱陳國棟（2003），＜就從安平追想起荷據時期的臺灣＞，《歷史月刊》，2003 年 2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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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十七世紀初期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殖民地經營之體制與方針 
 

荷蘭東印度公司為取得在東印度地區香料貿易的掌控權，其經營之首要目標

是摩鹿加群島，其次便是爪哇。爪哇島在東印度群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

位，為西方海上航路通往摩鹿加群島的必經之地，並作為提供來往船舶食物及飲

水的補給站。除此之外，爪哇島西部盛產胡椒、東部盛產稻米，可作為公司在東

印度地區發展之基本糧食供應來源，因此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保有對香料產地之控

制，必須強化對爪哇基地的控制。19 
1610年東印度公司第一任總督 Pieter Both（任期 1609-1614年）有意把公司

在東印度地區之總部設在爪哇島西部盛產胡椒的萬丹（Banten），但遭萬丹統治
者的反對，Both便以 1200里爾（real）的代價，轉向椰加達購買土地興建堡壘，
20 Both 總督為了與萬丹統治者競爭，極力拉攏在萬丹的漢人，同時要求公司在
東印度所屬各據點之職員善待當地從事貿易之漢人，大量發放「通行證」讓漢商

到椰加達貿易，並給予特別之稅捐優惠。211614 年英人亦在椰加達設立商業據
點，英、荷間之商業利益衝突日甚，1618 年 Jan Piterzoon Coen 任總督（任期
1618-1623 年），22與同在椰加達的英國商館展開戰爭，導致椰加達城於 1619 年
毀於戰火之中。23Coen總督在英、荷商戰中取得優勢後，積極於椰加達重新建造
據點，經依公司十七人董事會的決議將新城定名為巴達維亞（Batavia），作為荷
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地區管控商業貿易和殖民經營的總部，並准許漢商及當地之

土人居住於城內。241624年荷蘭人據臺後，即是由巴達維亞總督指派駐臺商館之
長官，將臺灣納入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貿易經營網絡的一部分。 

                                                 
19 參閱李學民、黃坤章（1987），《印尼華僑史》，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頁 110-119；鄭
學稼（1976），《印度尼西亞史》，臺北：黎明出版社，頁 14。 
20 自 1511 年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後，亞洲商人為了逃避葡萄牙人的威脅與苛稅，就繞道巽他海
峽，使萬丹港口成為十六、十七世紀亞洲海上貿易的中心點，除了貿易外，萬丹本身的胡椒也是

吸引商人的目標。故荷蘭東印度公司於 1600 年在萬丹設立辦事處，1603年進一步設立商館。除
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外，法國人在 1601 年，英國人在 1602 年，也都在萬丹設立貿易據點。萬丹
的統治者就利用外國商人的競爭達到抬高胡椒價格之目的，故當荷蘭東印度公司首任總督 Pieter 
Both在 1610 年來到爪哇時，想要在萬丹設立總督公署時就被拒絕，因而遷往現在的雅加達；參
閱莊國土（2000），＜海貿與移民互動：十七－十八世紀閩南人移民臺灣原因─兼論漳泉籍移民
差異＞，《臺灣文獻》，51卷 2期，頁 19；李學民等著（1987），前引書（同註 19），頁 112。 
21 參閱莊國土（2000），前引文（同註 20），頁 19。 
22 Jan Piterzoon Coen分別於 1618-1623年以及 1627-1629年間二度任巴達維亞總督。 
23 荷蘭和英國雖然同樣想要突破西葡帝國所壟斷的海上貿易，但英國人並不想加入荷人對抗西
班牙人的獨立戰爭，於是便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尾隨荷蘭東印度公司到處設立商館。荷蘭人不

齒英國人搭便車的行為，便與各群島的土民簽訂壟斷貿易的條約，以排斥英國人與土民間的交

易，英國人便採取鼓動土民違反條約的策略，並於 1618 年 12 月 14 日對荷人的雅加達商館發
動攻擊，Coen 總督離開雅加達以集結更大的艦隊，留守商館的荷人曾向英人及雅加達王的聯軍
投降，但萬丹王此時亦提出荷人應交由其處置之要求而與英-雅聯軍發生衝突。1619 年 5月，Coen
總督在安汶島集結艦隊後回師擊退萬丹及英-雅聯軍，重新奪回商館土地。經過此次戰爭，荷蘭
東印度公司在雅加達的據點便不再是居留地而是占領地，主張獲得對該土地之主權；參閱張亦善

譯（1982），Damiel George Edward著，《東南亞洲史》（上冊），臺北：國立編譯館，頁 363 
24 參閱楊建成編（1983），沈鐵崖著（1924），《蘭領東印度史》，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
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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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荷商戰結束後，巴達維亞城得以迅速重建之原因，主要是荷蘭東印度公

司得力於當地漢人的協助。25Coen總督除以免除通行稅、關稅、人頭稅等措施來
利誘在萬丹等地之漢人遷往巴達維亞城外，26並指示派駐在日本商館之長官

Jacques Speex要盡可能的勸誘當地的漢人移居巴達維亞城，必要時得以公司船隻
載送。27 Coen總督於 1623年離職時，在留給繼任總督 Peiter de Carpentier（任
期 1623-1627年）的備忘錄中即提到「巴達維亞、摩鹿加、安汶、班達等地，目
前需要很多工人開發，世界上沒有比中國工人更適合擔任此項工作，現正有季

風，我們可以派軍艦到中國海岸，俘虜中國男女幼童，倘和中國戰爭，要特別多

捕拿中國人，把他們移到巴達維亞、安汶、班達等城。」28由此顯示，除漢商之

外，勞工階層的漢人所提供之勞動力，亦是荷蘭人於東印度地區發展不可或缺之

重要力量。漢人在巴達維亞的人數在 Coen總督多方羅致下頗有進展，1619年巴
達維亞市區之中國人約僅有 350人，1628年已增至 3,000人，至 1658年則約有
5,363人；1661年以後由於清帝國實施沿海地區遷界政策，來到巴達維亞的中國
人逐漸減少，1673年約有 2,747人，直到十七世紀末，巴達維亞市區之漢人約維
持在 2,000-3,000人之間。29 

當時在巴達維亞的漢人，除少數是早期即移居東南亞等地從事貿易的商人或

各類之工匠外，大部分是新到而身無分文並積欠船主旅費之勞動階層的中國移

民，其到了巴達維亞城後，受僱於當地華僑，由華僑僱主代為償付所欠債款，因

而成為對僱主有人身依附關係的債務勞工，在華商所經營製糖所中的僱工，即多

屬於這種債務勞工。在 1662 年鄭成功將荷蘭人逐出臺灣之前，由於臺灣生產的
蔗糖不僅能夠滿足歐洲市場的需求，並可運銷亞洲其他地區，因此巴達維亞總部

對於當地農業之生產並未積極鼓勵，1662 年以後公司失去來自臺灣的蔗糖貨
源，於是積極鼓勵漢人從事砂糖生產，1673 年對於砂糖製造業者給予獎勵金，
並免除稅賦。至 1710 年，巴達維亞近郊的製糖廠有一三一家，其中一二五家即
是由中國人所開設，比例達 95％。蔗糖生產所需之土地由漢人向巴達維亞總部
或當地其他的華僑地主租借，所生產的蔗糖產品則必須提供荷蘭東印度公司作為

貿易使用。30 
                                                 
25 當時在巴達維亞的 Cuy Tachard神父曾描述，由於華僑勤勞而聰明，除了中國人之外，幾乎就
沒有工匠，他們對於巴達維亞的價值至大且鉅；參閱張亦善譯著（2002），《南洋華人簡史》，臺
北：水牛圖書，頁 58。  
26 荷蘭東印度公司占領巴達維亞初期，當地土著統治者帶著居民與華人逃到萬丹，公司新的基
地等於是空城，故急需充實人口，由於公司本身缺乏勞動力來興建巴達維亞城，在無法以公司職

員及與當地土著作為勞動力來源的狀況下，華人是最好的選擇，而當時採取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便

是利誘爪哇附近的華人遷居巴達維亞。荷蘭東印度公司以貸款來誘使萬丹的華人前來巴達維亞，

巴達維亞開埠初期的大華商楊昆和甲必丹林六哥便是從萬丹來的，巴達維亞的經濟興衰就與華人

的數量息息相關；參閱黃有祿（2000），《推力與吸力：明清閩南的海外移民（1567-1840）》，暨
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4-65,70。 
27 參閱李學民等著（1987），前引書（同註 19），頁 121。 
28 參閱鄭學稼著（1976），《印度尼西亞史》，臺北：黎明出版社，頁 14。 
29 參閱黃有祿（2000），《推力與吸力：明清閩南的海外移民（1567-1840）》，暨南國際大學歷史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6。 
30 參閱李學民等著（1987），前引書（同註 19），頁 122-125,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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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荷蘭東印度公司及其他的競爭對手如西班牙、英國

等，在亞洲經營之目的主要在於獲取商業貿易之利益，並不在於國家領土的擴

張，除非是具有經濟或戰略重要性、並且可能淪為其他歐洲強權支配的地區，公

司才會不計一切代價取得直接之控制權。在此情形下，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爪哇等

地區所建立的統治方式有二，一是由巴達維亞總部直接管理之地區，另一則是由

藩屬土邦自治之地區。直轄地由巴達維亞總部派遣官吏直接控制，但保留當地原

住民社會中上層階級之特權，任命他們擔任公司駐該地之官吏，稱為「土民理事

官」（regents），條件是被任命者需負責履行公司交付之各種任務，如收繳產品、
提供兵源、幫助修築要塞城堡等；藩屬土邦名義上是自治的，但公司派駐有「行

政官」進行監督，以保證公司與土邦簽訂的條約得以執行。31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以貿易利益為主要考量下，所採取普遍的策略是與當地之

土王簽訂條約，仍由其負責該地區日常的行政及治理工作，以換取供應香料或其

他貨物給公司之協議，由於當地土王亦是主要的商賈，如果其與公司合作貿易，

巴達維亞總部便讓他們安於其位，否則即以武力推翻。32荷蘭東印度公司此種作

法顯然是基於節省行政人力、物力成本之考量，Coen 總督在寫給公司本部十七
人董事會的報告中，即表示只要在不妨礙公司貿易利益之前提下，便允許當地的

人民自治。33在東印度諸島中，除巴達維亞地區外，荷蘭東印度公司所直接管理

之土地大都未超過當地商館及其附近的範圍，在能夠確保公司貿易利益的情形

下，公司勢力範圍內的土地大部分仍由臣服於公司的土民理事官治理，與公司間

形成從屬的聯合。J.S. Furnivall（1979）認為，土民理事官可以視為是東印度公
司的職員或是封建制度下權利微弱的封臣。至於對荷蘭東印度公司採取反抗態度

之土民，巴達維亞總部則以優勢武力加以勦滅或迫其淪為奴隸，例如 1621年Coen
總督出兵征服班達群島，當時未能逃避之土民，全部遭殺戮或被迫作為奴隸，而

其土地則為巴達維亞總部分配予公司的職員或其他人作為「莊園」，條件是該土

地之產物需供給荷蘭東印度公司，以作為供應貿易所需之商品。34 
十七世紀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經營的全盛時期，荷蘭人成功的自葡萄牙

手中奪取大部分的香料貿易，並獲取相當數量的印度紡織品市場，而且幾乎將其

影響圈擴展至亞洲的每個貿易商埠，成功的使大部分原來與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

以及在澳門的葡萄牙人貿易的華商轉而與其交易。1621 年巴達維亞總部以武力
鎮壓班達群島，取得島上的荳蔻等香料供應，1641 年攻占馬六甲，驅逐葡萄牙
人，允許中國人租用或自由占用該地區之房地及田園，35荷蘭人並得以利用馬六

                                                 
31 參閱梁志明（2003），＜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亞的興衰＞，《歷史月刊》，第 181期，頁
44。 
32 參閱蔡百銓譯（2001），D.R.Sar Desai著，《東南亞史》，臺北：麥田出版，頁 107-108。 
33 參閱 Paul Art Dyke譯（2000），Paul Arthur Van Dyke著（1997），＜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1630
年代東亞的亞洲區間貿易中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原因與經過＞，《暨南史學》，第 3號，頁 131。 
34 參閱周憲文譯，J.S.Furnivall著（1979），《印尼經濟史》，臺北：臺灣銀行，頁 32-33,36-38。 
35 參閱周怡君著（1998），《荷屬時期爪哇華人甲必丹與華人經濟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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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之軍事地位來保持其香料貿易的獨占，361667年巴達維亞總部繼續以武力征服
摩鹿加，1677 年與爪哇東部的馬打蘭國(Mataram)簽訂條約，荷蘭東印度公司可
以不受限制的在其境內經商，馬打蘭統治者並須按公司指定的價格和數量供應稻

米，1684 年與爪哇西部的萬丹簽訂條約，強迫萬丹的統治者將非荷籍的歐洲人
逐出萬丹，並向公司供應胡椒。37 

綜上所述，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爪哇地區經營之方針大致為：（一）以優勢之

武力迫使當地土王簽訂條約，強迫土王承認東印度公司對其土地具有行使國家統

治的高權。（二）招徠漢人從事各項之基礎建設，並給予漢商種種優惠措施，以

鼓勵華僑遷居巴達維亞城。（三）荷蘭東印度公司不直接介入漢人社群及藩屬土

民內部之治理。38 Paul Arthur Van Dyke（1997）分析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亞洲之貿易發展得以成功的原因有：（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發展，不同

於西班牙與葡萄牙人需同時關注國家及宗教的統治階層，該公司不受宗教教義的

約束，因此更能直接的將焦點放在商業利益的獲取上。（二）荷蘭東印度公司將

荷蘭本國的政治與經濟野心聯合於單一的「國家獨占事業」之下，公司經營之目

標與國家的野心一致。（三）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建立順暢的通訊與船運貿易

網絡，貨品與貿易市場的資訊能快速的在巴達維亞總部及亞洲各貿易據點間交換

等三個顯著的因素。39依據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殖民地經營之體制，臺灣的大員商

館隸屬於爪哇的巴達維亞總部所管轄，另經由對十七世紀初期該公司在爪哇等殖

民地經營方針的瞭解，有助於本文在探究荷據時期臺灣赤崁一帶土地墾佃制度的

過程中建立參考點，在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的作用下，臺灣的大員商館
除因農業發展所需建立之因地制宜的措施外，其在臺灣的經營以及對原、漢的治

理措施將與該公司之殖民地經營方針相類似。  
 

                                                 
36 參閱郭壽華，《印尼通鑑》，臺北：大亞洲社，頁 36-37。 
37 參閱李學民等著（1987），前引書（同註 19），頁 112-120。 
38 參閱李學民等著（1987），前引書（同註 19），頁 103；周怡君（1998），前引論文（同註 35），
頁 30；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華人之治理，係採取以華人中有財勢及聲望之人代其行政管理之
方式，即所謂之「甲必丹」制度，參閱本文第五章第二節之論述。 
39 參閱 Paul Art Dyke譯（2000），Paul Arthur Van Dyke著（1997），前引文（同註 33），頁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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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制度供給中的角色定位 
 

162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據臺後，為達到在臺灣獲取商業貿易利益之目的，
於大員（今臺南安平一帶）興建熱蘭遮城堡，設立大員商館作為該公司在臺灣的

分支機構，置商館長官，綜攬全島行政事務，另設有大員評議會，作為決策機構

（評議長為商館長官之副手）。40彭明敏等人（1976）指出，荷蘭東印度公司主
張依「先占理論」取得對臺灣的主權，該公司雖屬於企業組織，卻非普通的公司，

它從 1602 年取得荷蘭聯邦議會的特許狀而成立時起，就獲得好望角至麥哲倫海
峽區域間的貿易獨占權，以及在該區域代表荷蘭國家主權的權力，亦即該公司與

東印度諸王侯之間，得以荷蘭共和國名義，締結同盟或條約，並有軍事、警察、

司法上的權限，而且在商業之外，還保有領土的統治機能，因此其據臺期間之措

施，並非僅是一般企業的經營，而是代表荷蘭共和國本身的治理，荷蘭東印度公

司對臺灣本島西南部的占有，無異於荷蘭共和國的占有；另十七世紀的西班牙，

亦曾以先占理論在臺灣島上行使國家主權，1626 年西班牙進兵於當時荷蘭人勢
力仍未及的臺灣北部，在現今基隆地區築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至 1629
年再於淡水築聖多明哥城（San Domingo），隨後設置臺灣長官官署，在臺灣北部
行使西班牙王國之主權，直到 1642 年，荷蘭人以武力占領西班牙在臺之統治區
域為止。41 

 
王泰升（1997）指出，今日吾人所持有之「主權」的關念係源自於十六、十

七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逐漸興起之後，為抗衡內部封建諸侯的勢力、以及對外

羅馬教皇或神聖羅馬帝國的干預，發展出「主權」的理論，主權觀念經若干變遷，

但直到現今，其核心意義一直包含著「對內的最高性與對外的獨立性」，國家對

於在一定界線領土內居住的人民，進行統治支配的權力，此項權力對內優於任何

其他權力，對外則獨立自主。42爰主權的概念並非臺灣住民自古即有，早期的臺

灣被隔絕於世界各主要強勢文明之外，43屬於南島語系的臺灣原住民族，自古分

                                                 
40 參閱李筱峰（1999），《臺灣史 100件大事》（上），臺北：玉山，頁 15-16；吳密察監修（2000），
《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頁 17。 
41 1626-1642年間，臺灣有兩個國家主權並存，若再包含屬於中國明朝政權的澎湖，則在今日之
臺灣地區當時有三個國家主權存在；參閱蔡秋雄譯（1995），彭明敏、黃昭堂著（1976），《臺灣
在國際法上的地位》，臺北：玉山，頁 5-6,23；王泰升（1997），＜臺灣歷史上的主權問題＞，《臺
灣法律史的建立》，臺北：作者自版，頁 266。 
42 亦即國家擁有主權，其較封建勢力之權威更高更強，為國家內部的最高權力；國家主權亦與
教皇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威並行平等，對外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參閱王泰升（1997），前引
書（同註 41），頁 259。 
43 中國於元朝時曾正式在澎湖設置「巡檢司」以進行統治，彭明敏等人謂若援用近代國際法，
則中國在元朝時已對澎湖構成「先占」而取得主權，但澎湖與臺灣本島，地理上為分離的不同島

嶼，當時二者也非政治上的統一體，故不能以其先占澎湖一事即謂元政府對於臺灣本島亦由先占

取得主權。至明朝時期，仍不視臺灣本島為其統治區域，當時有些從事海盜兼貿易的活動的漢人

在臺落腳，明朝官府雖亦曾追隨海盜而尋至臺灣，但不曾在此設官治理。在《明史》中，基隆山

（即臺灣本島）係與日本、朝鮮、安南、呂宋、琉球等並列於＜外國列傳＞，尤其明政府於不許

荷蘭人占有澎湖的同時，卻協助荷軍拆卸澎湖的城堡運往臺灣築城，顯示未將臺灣列為其統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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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同的部族分居於臺灣各地，其並未形成一個擁戴最高統治者的政治組織，而

是分成幾個村落聯合體，各自遵守自己的律規，形成各別的自治體。44因此，在

荷據時期的臺灣原住民族並無主權關念，即便是十七世紀第一批自中國移居臺灣

的漢民族，在其固有以天朝自居的「中原文化」中亦無主權之概念，在十六、十

七世紀移民來臺的漢人仍是具有自視為世界文化中心，而存有鄙夷其他民族的心

態。45  
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基礎的逐漸穩固，其所主張對臺灣的主權得以逐步

落實，若以「徵稅權」之實施作為是否落實在臺主權之衡量指標，自 1626 年起

大員商館即首次向對中國進出口之漁獲課徵關稅，並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漁民於臺

灣西南沿海所補獲之烏魚，在其回航之前收取 10％漁獲量的實物稅；其後課稅
之項目與形式便日益繁多，如 1629年起對進出口的酒類課徵關稅、1634年對從
事燒製磚塊的漢人課稅、1635 年底以後，原住民陸續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簽訂歸
順條約，原住民開始向荷蘭人納貢、1636 年對鹿製品課稅（1637 年以出售獵鹿
執照方式課稅）、1638年開始對熱蘭遮市鎮之房地產交易課稅、1640年起對來臺
之漢人（男性）課徵人頭稅、1644 年起對稻米之生產課徵米作稅、以及實施原
住民村社承包稅制等，46均顯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行使國家主權的事實。 
清康熙二十四年（西元 1685年），水師提督施琅所撰＜平臺紀略碑記＞云：

「臺灣遠在海表，昔皆土番、流民雜處，未有所屬。及明季時，紅彝始有築城，

與內地私相貿易。後鄭成功攻佔，襲踞四世。歲癸亥，余恭承天討；澎湖一戰，

偽軍全沒，勢逼請降⋯，以八月望日直進鹿耳門，赤崁泊艦，整旅登岸受降⋯天

威遐播，遂入版圖⋯」。47杜正勝（2003）認為，十六世紀中葉以前臺灣的原始

                                                                                                                                            
主權範圍；參閱蔡秋雄譯（1995），彭明敏等著（1976），前引書（同註 41），臺北：玉山，頁 21-22；
李筱峰、劉峰松著（1994），《臺灣歷史閱覽》，臺北：自立晚報，頁 32-33；王泰升（1997），前
引書（同註 41），頁 264。 
44 依據翁佳音研究，在荷蘭據臺時期，臺灣西岸中部曾存在一個勢力不算小的原住民頭目─大
肚番王（Kamacht Aslamis），以及有跨部落聯盟，甚或有可能已發展成酋邦階段，大肚番王所轄
的族群除其本身的 Papora 族外，還包括 Babuzak（貓霧）、以及在清代顯赫一時的 Pazehhe（岸
裡大社）；參閱翁佳音（1992），＜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
物》＞，第 42卷 4期，頁 145-188；另據杜正勝指出，Quata可能並不威風，其外出時可能僅有
一、二名隨從而已，對區域內的村社可能也沒有什麼強制的拘束力；參閱杜正勝（2003），《臺灣
的誕生－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臺北：時藝，頁 39。 
45 所謂「中原文化」，係源自於大陸黃河流域一帶，其經商、周、春秋戰國，至秦帝國統合區域
內（擴及長江流域）諸政治勢力後，形塑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單一大帝國思想，即普天之

下並無擁有平等主權的眾多國家，只有作為「世界的中心」之單一天朝，其與所謂諸蠻夷之邦間，

是立於不對等的關係，後者須向前者朝貢以示臣服於其權威。以天朝自居的漢民族，嗣後於約當

今日中國大陸長江以南的地區建立大一統式的數個王朝，而被視為蠻夷之民族（蒙、滿族）亦曾

在中原地區建立帝國式王朝，如元、清等；參閱王泰升（1997），前引書（同註 41），頁 260-261。
關於荷據時期漢人自中國大陸移民臺灣之原因，詳見本研究第五章第一節之論述。 
46 荷蘭東印度公司所課徵之稅率大致上為 10％（即什一稅），在其據臺期間所課徵之稅目種類繁
多，詳見中村孝志著（1963），＜荷蘭統治下的臺灣內地諸稅＞，收錄於吳密察等編（1997），《荷
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臺北：稻香，頁 259-320；鄭維中譯（2002），Pol Heyns著，《荷蘭
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Economy，Land Rights and Taxation in Dutch Formosa），臺北：
播種者文化，頁 128-186。 
47 參閱（清）施琅，＜平臺紀略碑記＞，《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一)，中央研究院臺灣文獻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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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在今日所見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尚難復原其情狀，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曾

有過大型聚落、沒有城市、也沒有明顯的社會分化，看不到複雜的政治體，更無

所謂的古代國家；十六世紀中葉以後，中、日海盜、商人或漁民曾開始在臺灣島

上有過短期、間歇性的停留，雖然豐臣秀吉時代（1582-1598年）的日本及西班
牙人都想占有臺灣，最後是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拔得頭籌，在臺灣建立第一個殖民

政權，施琅對於臺灣主權所屬的歷史說的很明白，荷蘭人來以前，臺灣未有所屬，

荷蘭是第一個外來政權，到康熙時期，臺灣才被中國的政權納入統治的版圖。48  
綜合而言，在歐洲新航線發現臺灣之時，臺灣屬於尚未形成國家的原住民部

落集團所居住之區域，並被歐洲人視為無主地，即認定當時臺灣島上並無主權之

存在。荷蘭東印度公司首次在臺灣本島行使荷蘭的國家主權，於其勢力之範圍內

有效的占領臺灣土地，並對區域內人民實施徵稅等統治之手段，該公司對臺的經

營不同於漢人或昔日海盜兼貿易集團在臺灣之活動，前者具有國家統治之意涵，

而後者僅具私人活動之性質。49如同本章第一節所述，荷蘭東印度公司獲得荷蘭

聯邦議會之授權，在包含臺灣島在內的東印度地域內，代表荷蘭聯邦議會行使屬

於國家主權的權力，如締約、軍事、行政、司法等行為，因此，荷蘭聯邦共和國

之主權係經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的有效統治，延申至臺灣本島，該公司在臺

灣的據點─大員商館，可以說是荷蘭聯邦共和國主權底下的一個地方政府；50翁

佳音（1998）指出，大員商館對臺灣之治理，於政治較整備之時期設有大員評議
會、司法裁判議會、市參議會、遺產管理議會、以及婚姻事務委員會等五個行政

組織，處理各方面之事務。51荷蘭聯邦共和國對臺灣島的主權直到 1662年 2月，
大員商館長官 Coyett 代表荷蘭東印度公司向鄭成功投降，並簽訂和平條約後，
宣告終止。52荷蘭東印度公司於據臺期間，係立於強制性制度供給者的角色，施

行對農業發展環境有助益的治理制度與激勵措施，其對臺灣治理的架構如圖

3-1-1： 

                                                                                                                                            
資料庫。 
48 參閱杜正勝（2003），＜揭開鴻濛─關於臺灣古代史的一些思考＞，《故宮文物月刊》，第 21
卷 1期，頁 15,20-21。 
49 參閱蔡秋雄譯（1995），彭明敏等著（1976），前引書（同註 41），頁 3-4。  
50 參閱王泰升（1997），前引書（同註 41），頁 265。另彭明敏等人指出，荷蘭臺灣政廳所直屬
的巴達維亞總督府，雖說是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代表，卻是荷蘭共和國的海外殖民地當局，所以，

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本島西南部的占有，無異於荷蘭共和國的占有，事實上，其後荷蘭太守（指

大員商館長官 Coyett）為鄭成功所敗，在決定將臺灣讓與鄭成功的條約中，Coyett即是代表荷蘭
政府；參閱蔡秋雄譯（1995），彭明敏等著（1976），前引書（同註 41），頁 5,23。  
51 參閱翁佳音（1998），＜臺灣近代初期史的研究與問題＞，《臺灣文獻》，第 49卷 1期，頁 87。 
52 和平條約中第二條約定熱蘭遮城內外一切防禦工事、軍事用品及屬於公司的財產歸屬於國姓
爺；第 7條中規定在福爾摩莎的中國人，不管是因租地或其他原因，仍對公司有負債者，都將從
公司的紀錄中抄出，交給國姓爺；王泰升指出，從荷蘭人對締結條約的認知，其應明瞭原有的臺

灣主權已因讓與而喪失了；參閱王泰升（1997），前引書（同註 41），作者自版，頁 265-266；另
關於荷蘭人與鄭成功所締結和平條約之內容；參閱江樹生（1990），《鄭成功與荷蘭人的締和條
約》，臺北：漢聲，1992 年版；林偉盛（2003），＜熱蘭遮圍城 275 日＞，《故宮文物月刊》，第
240期，頁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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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聯邦共和國攝政
總督與聯邦議會 

1.1609年任命 Piter Borth為第一任總督，
並組成東印度議會。 

2.1617年賦予東印度地區總督及議會立
法之權利。 

3.1619年興建巴達維亞城作為公司在東
印度地區之總部。 

荷蘭東印度公司 
十七人董事會 

1602年特許狀 

熱蘭遮城堡 
及大員商館 

巴達維亞總部 
與東印度議會 

1624 年荷蘭人登陸臺灣，於大員島築熱
蘭遮城及大員商館，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

在臺之軍事及政經中心。 

圖 3-1-1：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治理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1. 大員評議會 
2. 司法裁判議會 
3. 市參議會 
4. 遺產管理議會 
5. 婚姻事務委員會 

封建領地制度 
地方會議制度 

中國傳統法 
（漢人習慣及風俗）

原住民法 
(村社會議、原住
民習慣及風俗）

大員商館選任之

漢人首領及其他

與商館有合作關

係之漢商 

大員商館選任

之原住民長老

（原、漢分治）

（對漢人的治理） （對原住民的治理） 

赤崁一帶 
土地墾佃制度

漢人首領制度、

土地領墾制度、

土地所有權狀制

度、米作什一稅

制、保價收購制

度、興修水利設

施、貸予農業經

營所需之資金及

耕牛、種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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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 
 

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成立之基礎，係建立在 1602 年荷蘭聯邦議會批准
一份特許狀所賦予的法律地位上，荷蘭聯邦議會將包含貿易壟斷權在內之國家主

權授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該公司的原始股東與政府官員係屬同一集團之情形

下，使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結合公司與國家經濟共同利益之特殊組織，具有在好

望角以東至麥哲倫海峽內之間，以荷蘭聯邦共和國之名義和當地的政權及有實力

者結盟或訂立契約，以建立堡壘及貿易據點，並得因地制宜的設置貿易、軍事、

司法等人員及其他必要的職位。換言之，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外具有締約、宣戰、

媾和、統治及徵稅的權力，這些權力為主權國家的特權，因此該公司並非僅單純

的為一家商業貿易公司，同時也具備統治的高權。 
1619 年英、荷商戰結束後，荷蘭東印度公司於爪哇興建巴達維亞城作為在

東印度地區之總部，漢人是巴達維亞城及各項基礎工程興建之主力，而當地之華

商是公司在貿易經營上重要的合作對象。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爪哇等地區所建立的

統治方式有二，一是由巴達維亞總部直接管理之地區；另一則是由藩屬土邦自治

之地區。直轄地由巴達維亞總部派遣公司幹部直接控制，但保留土人貴族之特

權，任命他們擔任公司駐該地之官吏（土民理事官），條件是需負責履行公司交

付之各種任務；藩屬土邦名義上是獨立的，但公司派有行政官進行監督，以保證

公司與土邦簽定的條約得以執行。綜合而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巴達維亞地區經

營之方針大致具有（一）以優勢之武力強迫當地土王簽訂條約，承認荷蘭東印度

公司對其土地具有統治的高權，形成從屬關係的聯合。（二）招徠漢人從事各項

基礎建設，並與漢商建立合作之關係。（三）基於行政成本的考量，不直接介入

漢人社群及藩屬土邦內部之管理等三種特性。 
162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主張依先占理論取得當時尚未屬於任何政權勢力

範圍之臺灣主權，如同巴達維亞城之建設過程，荷蘭人於據臺之初亦即招募漢人

來臺從事城砦等工事之興建，以熱蘭遮城為臺灣之軍事據點，另興建大員商館作

為其在臺之政經中心。荷蘭東印度公司為首次在臺灣本島行使國家主權之組織，

在其勢力範圍內有效的占領土地，並提供治安維護及行使各項徵稅權等統治的手

段，該公司對臺的經營不同於漢人或昔日海商集團在臺灣之活動，前者具有國家

統治之意涵，而後者僅具私人活動之性質。荷蘭之國家主權係經由荷蘭東印度公

司對臺灣的有效統治，延申至臺灣本島，大員商館作為該公司在臺灣的分支機

構，亦可說是荷蘭聯邦共和國之下的一個地方政府。依據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殖民

地經營之體制，臺灣的大員商館隸屬於爪哇的巴達維亞總部所管轄，另經由對十

七世紀初期該公司在爪哇等殖民地經營方針的瞭解，有助於本文在探究荷據時期

臺灣赤崁一帶土地墾佃制度的過程中建立參考點，在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
的作用下，臺灣的大員商館除因農業發展所需建立之因地制宜的措施外，其在臺

灣的經營以及對原、漢的治理措施將與該公司之殖民地經營方針相類似，並立於

強制性制度供給者的角色，施行對農業發展環境有助益的治理制度與激勵措施。 


